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五期题目 

范围：启 1–7 章 （12/9/202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_ 

乐龄 成年 妇女会 初成 青年 少年 儿童 BB/GB   
注意：作答时，请用和合本或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为准。 

 

A．填充题 【60% 一个字一分】 

1. （    ）这（    ）上预言的和那些（    ）（    ）又（    ）

（    ）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2.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    ）（    ），直垂到脚，胸间束着

（    ）（    ）。他的头与发皆白，（    ）（    ）羊毛，如雪；眼

目如同（    ）（    ） 

3.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    ）（    ）的铜；声音如同（    ）（    ）的

声音。他右手拿着（    ）（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    ）

（    ）；面貌如同（    ）（    ）放光。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    ）（    ）离弃了。 

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    ）（    ）的，并要悔改，（    ）

（    ）初所行的事。 

5.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

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    ）（    ）

之物，行（    ）（    ）的事。 

6.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     ）（    ）那自称是先知的妇

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    ）（    ）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7. 你要儆醒，（    ）（    ）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

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    ）（    ）你是怎样领受、怎

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    ）（    ）。 

8.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    ）（    ）支派中的狮子，

（    ）（    ）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    ）

（    ）。 

9.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    ）（    ）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

作见证（    ）（    ）之人的灵魂。  

10. 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    ）（    ），等我们（    ）（    ）我

们神众（    ）（    ）的额。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非拉

铁非、老底嘉、那七个教会。--------------------------------(      ) 

2.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 

3.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一部分的

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      ) 

4.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

炼。------------------------------------------------------(      ) 

5.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 

6.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过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 

7. 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

赞的。----------------------------------------------------(      ) 

8.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

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 

9. 於是有新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

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 

10.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

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

梅戛，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

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2.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

的事，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於神 

3. 得胜的，必不受  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4.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5.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作柱子，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

者。 

6.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

他；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7.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

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第二次死的害。 

8.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

为你曾被杀， 

 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9.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

罢！把我们藏起来，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10.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

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启 1-7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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